
井研县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 

的报告 

 

一、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困难，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县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县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范围内征收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821 万元，其中中央级收

入 15000 万元，同口径下降 8.1%；省级收入 5417 万元，同口径下降

30%；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04 万元，为预算的 100.9%，同口径

增长 6.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04 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 399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307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4611

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17070 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3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561

万元、上年结转 21138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34701 万元、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3 万元后，全县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280088 万元。再减去当年支出 223412 万元、上解支出 17183 万元、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券转贷支出（再融资债券）17070 万元、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资金 229 万元后，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22194 万元。 

县级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增值税 6270 万元，为预算的 74.6%；

企业所得税 2102 万元，为预算的 134.7%；契税 4060 万元，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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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非税收入 7389 万元，为预算的 130.2%。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 229 万元，全部按规定补充县级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2020 年年初县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4566 万元，

加上按规定补充 229 万元，减去动用 4561 万元后，2020 年年末余额

为 234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34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9%（主要

是由于上级专项补助对应的支出增加），同口径增长 14.5%。县级主要

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教育支出 3800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2.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407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89.1%；卫生健康支出

2204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8.7%；农林水支出 43969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52%。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22194 万元，主要包括：卫生健康、

交通运输、农林水等方面。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范围内征收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422 万元，其中中央级

收入 37 万元；省级收入 12 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373 万

元，为预算的 99%，同口径增长 6.1%。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373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92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171 万元（含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 6600 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专项债券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

164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7300 万元后，全县可供安排

的收入总量为 128405 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000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51.8%，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支出等方面。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 90004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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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3470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80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再融资债券）1640 万元后，政府性基金结余 126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受疫情影响，县属国有企业收益减少，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实现 3 万元，完成预算的 4%。全部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 48967 万元，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 13967 万元，为预算的 105.1%；上年滚存结余 35000 万元。县

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88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4%，主要用于社

会保险待遇支出。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40162

万元。 

5.地方政府债务 

2019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7161 万元。2020 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 52600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 47300 万元，一般债券 5300 万元。

偿还 2017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本金 800 万元。2020 年年

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88961 万元。我县债务限额待省财政厅批

复后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审查。 

以上收支情况在决算编制完成上报批复后，数据会有所变化，届

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0 年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0 年，全县围绕县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预算法有关规定，认

真贯彻县十八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多措并举狠抓收支预算管理，不遗余力保障重点支出，有力地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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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一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集中财力保“六保”。2020 年我县坚

决贯彻落实中省市“过紧日子”的决策部署，继续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压减 10%，公用经费平均压减 7.4%。县

级财力从“着力保基层运转、着力保居民就业、着力保基本民生、着

力保市场主体、着力保粮食能源安全、着力保产业链稳定”六个“着

力”入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安排拨

付直达资金 45869 万元，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坚决守住财政保障这

一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 

二是多措并举开源挖潜，拓宽渠道筹集资金。深入分析新冠肺炎

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多举措应对冲击。盘活土地资源，做大土

地出让收入，2020 年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68327 万元。清理存量资金，

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收回部门历年沉淀结余资金 16448 万元、从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4701 万元。积极向上争取，

筹集资金做大财力，全年共向上争取资金 232682 万元，其中：上级补

助收入 180082 万元（含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66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47300 万元、财政赤字一般债券资金 5300 万元。 

三是夯实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效益。完善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体系建设，抓好建章立制，出台相关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构建规

范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开展绩效目标管理、事前绩效评估、事

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和绩效结果运用全流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严格“向绩效要财力，向管理要效力”。2020 年预算以 2019 年绩效评

价结果为导向安排，进一步加大绩效管理运用力度，促进财政资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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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增效。 

（三）2020 年重点支出政策落实情况。 

2020 年，全县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保持较高支出强度，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全

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3412 万元。 

一是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和

省、市先后出台实施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为支撑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全县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全年退还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 2035 万元。贯彻落实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帮扶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全年新增减税 1058 万元，享受增值

税减免的企业 837 户次。减免企业社保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

共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 3839 万元。 

二是助推直达资金落实见效。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发

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今年中央新增 2 万亿元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2020 年我县收到直达资金 47669 万元，统筹用于“六

稳六保”支出。安排拨付直达资金 45869 万元，主要包括：安排资金

1596 万元，支持开展常态长效疫情防控；安排资金 157 万元，采取贷

款贴息、补贴补助等措施，落实惠企政策，保市场主体；安排资金 542

万元，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保居民就业；安排资金 11355 万元，

支持保基层运转，兜实“三保”底线；安排资金 11900 万元，支持重

大项目建设。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助力乡村振兴。2020 年，安排农业发展资金 570

万元，加快农林水发展补短板，深入实施农业基础能力改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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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农业质量提升、美丽宜居乡村等行动，助推乡村振兴，

支持争创全省农产品主产区先进县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安排

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600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高脱贫攻坚

质量。安排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2700 万元，其中，10 个省定贫困村

每村安排 1000 万元；17 个非贫困村中，2019 年安排 8 个村、2020 年

安排 9 个村，每村 100 万元。 

四是兜实兜牢县级“三保”底线。严格保障“三保”优先支出，

建立“三保”监控机制，落实县级“三保”预算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

度，牢牢守住不发生“三保”风险底线。全年拨付“三保”资金 141041

万元，其中保工资 66607 万元，保运转 4201 万元，保基本民生 70233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重点支出政策的财政投入统计，部分项目存

在归类口径交叉。 

2020 年全县财政平稳运行、财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但仍存在问

题和不足。一是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我县财政底子薄弱，2020 年

以来，受疫情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影响，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

县级财力在保“三保”后所剩无几，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

资金缺口，资金调度难问题进一步凸显；二是税源单一，缺少税收收

入“顶梁柱”，亟需培植可持续发展的支柱财源和新兴优质税源；三是

防风险压力大，我县“三保”风险、债务风险指标较高，风险敞口呈

逐年放大趋势，财政防范风险能力较弱。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采

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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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预算（草案）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是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的关键之年。编制好 2021 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一）2021 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财政收入方面：2021 年将是更加严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减

税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放，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今年，我

县将紧扣“园区建设提升年”经济工作主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县经济发展前景和财政收入长期平稳运行具有良好预期。 

财政支出方面：县级财政必保支出范围扩大，刚性支出增长较快，

如土地出让收入不能实现预期，县级可用财力将无法覆盖“三保”、

偿债、目标考核支出，同时由于产业发展投入不足，尚未形成反哺支

出的稳定财政收入。 

综合分析，2021 年财政收入、经济增长态势与 2020 年基本一致，

财政收支矛盾依旧突出，需要全县各部门、镇（街道）坚决贯彻落实

“过更加艰难日子”的要求，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在紧要处。 

（二）2021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2021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财政工作会议部署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围绕县委

成乐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乐山融入双城经济圈桥头堡战略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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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主线，聚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2021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遵循的原则： 

一是坚持“过紧日子”要求和以收定支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科

学预测，稳妥编制收入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

衔接。以收定支，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支出预算，继续压减一般性支

出和“三公”经费预算。 

二是坚持“三保”优先原则。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三

保”工作决策部署，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在

保障“三保”支出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后，集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

府重点支出。 

三是坚持讲求绩效原则。深入开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加强对财政支出政策和项目必要性、合理性、经济性及

实施方案的审核，取消不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低效无效、超财政承

受能力的支出。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力

度。 

（三）2021 年的财政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县委“十四五”工作思路，2021

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 

一是拧紧预算“水龙头”。继续过“紧日子”，学会打“铁算盘”。

严控保障序列。在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偿债支出和目标绩效考核

支出后，全力办好县委确定的重大事项，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严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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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支出。取消非刚性、非急需性支出，从“节支”上找增量。按照

省、市要求，2021 年各预算单位一般性支出预算在 2020 年的基础上

再压 5%，确保财政支出只减不增。严控项目支出。凡是没有资金来

源的项目不启动，凡是资金平衡方案没有整清楚的项目不开工，凡是

新上项目优先通过向上争取资金来解决。 

二是助推乡村振兴“谱新篇”。聚焦创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

进县目标，坚持“农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主线，奋力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县，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

人居环境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持续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 

三是打造文旅产业“新高地”。依托我县现有文旅资源，发展特色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积极争取债券资金，加快研溪湿地、雷氏民居、

熊克武旧居等旅游资源开发，推动百里产业大环线配套设施建设，打

造“井研文化”旅游景点；全力支持卡卡文化旅游项目落地实施。加

大财政资金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四是促进民生事业“上台阶”。提升社会保障能力，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推进养老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加快推进敬老院建设；千方

百计“稳就业”，严格落实就业创业政策，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健全

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四）2021 年收入和支出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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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入预算编制原则，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运行、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等因素，2021 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为 26250 万元，增长 3.3%；加上上级转移性支付收入 82579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6821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入资金 100 万元，扣除上解支出 14693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162446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县支出预算拟安排为 162446 万元。在此

基础上，上年结转收入 22194 万元，按原专款用途对口安排用于指定

项目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10050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91112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8888 万元，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300 万元。按照收支平

衡和对口安排原则，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68210 万元，对口支出安

排 32290 万元。在此基础上，上年结转收入 1260 万元，按原专款用途

对口安排用于指定项目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 100 万元，全部调出到一般公共预

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 14883 万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40162 万元，收入总量为 55045 万元。按照现行社会保险支出政策，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9554 元，结余资金 45491 万元。县级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城乡居民基本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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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025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4.6%。主要是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业

年金等行政运行支出，以及目标奖、乡镇县级财力保障等支出。 

（2）公共安全支出 7666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7%。

主要是公检法相关支出。 

（3）教育支出 29275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8%。

主要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62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14.6%。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以及高

龄补贴等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11022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8%。

主要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以及医疗卫生系统设备购

置等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 5433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3%。

主要是环卫服务、污水处理等支出。 

（7）农林水支出 11417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

主要是县级财政专项扶贫、村组（社区）干部报酬等支出。 

（8）住房保障支出 7258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5%。

主要是职工公积金、公租房维护等支出。 

（9）预备费 2800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7%。主要

用于预算执行中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

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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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债务付息支出3725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3%。

主要是偿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利息支出。 

以上收支预算安排，全面贯彻了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按照保

重点、控支出要求严格安排。需要特别报告的是：县级财政拨款安排

的“三公”经费预算 1449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 45 万元，下降 3%。 

以上 2021 年县级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全县 2021 年部门预

算草案已全部报送大会，请予审查。 

三、2021 年的财政工作 

（一）强化收入预期管理，硬化预算支出约束。一是千方百计增

收。狠抓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继续鼓励企业外地项目在我县纳

税；强化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清理盘活存量国有资产资源；狠抓向

上争取，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更大资金支持。二是坚持政府过紧

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严格执行公用经费定额

标准，严格控制预算调剂追加。 

（二）强化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深入摸排各类风险隐

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加强“三保”支出动态

监控和风险预警，持续兜实兜牢县级“三保”底线。建立健全政府债

务偿债机制，加强政府债务管控，严格控制债务总量，防范财政金融

风险。 

（三）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集中财力支持“三农”发

展，健全资金保障体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以脱贫

助力振兴，以振兴巩固成果，加快我县农业现代化步伐。坚持把产业

培育作为乡村振兴着力点，围绕“农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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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财政资金投入，做好全县“三农”工作。 

（四）严格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加快建立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拧紧预算“水龙头”，把好绩

效“门把手”。将单位整体绩效与预算安排挂钩，将绩效考评与预算增

减挂钩。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

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需支持的领域。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

采取激励约束与责任约束相结合，建立完备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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